
湖南全面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
来， 不少村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长沙县春华
山村是其中一个典型。

曾经的春华山村 ，白
色垃圾乱丢乱放， 黑臭水
体臭气熏天。现如今，却美
得像“在花园的村子”。其
实，不仅村子变美了，农户

的生活质量也提升了，就
连农村的陋习也大大地改
变了。

王再明介绍， 垃圾分类
是他们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
重要一环。以春华山村为例，
先是进组进户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 使农户明白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 推动农户自己在
家中进行干湿垃圾的分离，

在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农
户家中的湿垃圾放在自家的
农田里沤肥， 干垃圾由环保
员入户指导回收处理， 大大
地降低了垃圾填埋处理的相
关费用。

付访华也表示， 株洲农
村人居环境整体上确实有很
大的改观， 初步达到了干净
整洁有序的目标。

1月13日，付访华代表（左三）、纪雄辉委员（左二）和王再明嘉宾做客“两会聊天室”，
讨论如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记者 丁鹏志 见习记者 周可 摄

记者 李成辉 丁鹏志 见习记者 周可

●付访华 省人大代表、株洲市农
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纪雄辉 省政协委员、省农业环
境生态研究所所长
●王再明 长沙县春华镇春华山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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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知识管理领域的最高荣
誉MIKE大奖获奖名单正式出炉， 全球
共22家组织获此殊荣， 中国内地仅5家
企业折桂，华夏基金凭借在知识管理及
创新实践方面的优异表现，成为其中唯
一获奖的基金公司，这也是华夏基金在
3次荣获MIKE大奖中国区荣誉后，首次
摘得其全球级大奖。华夏基金客户服务

部总监葛朝晖表示，作为国内管理资产
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华夏基金拥
有庞大的客户群体，截至2019年年底华
夏基金服务公众持有人超过1.3亿，服务
机构客户8万户。 华夏基金一直在探索
互联网+时代下客户服务的新趋势，逐
步实现运营模式直销化、服务功能智能
化、经营发展价值化。 经济信息

2019年已经落下帷幕，第三方权威
基金评价机构银河证券发布了2019年
公募基金公司股票投资能力评价，老牌
基金公司融通基金在2019年表现不俗，
股票基金（广义评价）加权平均收益率
为58.36%， 股票投资能力在108家基金
公司中位居第11位，在公募基金中位居

前10%分位。
融通基金业绩居前的原因在于，近

年来高度重视基金经理和研究员的能
力培养， 持续推进投研一体化建设、基
金经理的能力组合建设、基于公共组合
的行业比较方法论等，投研体系不断丰
富和完善。 经济信息

日前， 由香港中资基金
业协会与彭博联合举办的
“2019年度离岸中资基金大
奖”获奖名单揭晓。凭借短中
长期持续优异的业绩表现，

工银瑞信旗下 2只股票型
QDII基金一举斩获六项大
奖， 其中工银全球精选股票
包揽“最佳总收益（股票类）”
1年、3年、5年期冠军，工银全

球股票同样以始终排名前三
的好成绩， 将“最佳总收益
（股票类）”3年期季军和1年
期、5年期亚军收入囊中。

经济信息

华泰柏瑞基金发布公告称，旗下上
证红利ETF将于1月22日分红， 每十份
基金份额将派发红利1.44元，除息日为1
月17日。截至上周五，华泰柏瑞上证红
利ETF规模已经超过了33亿元，其基金
份额连续四年实现正增长，场内成交额
也逐步提升。

作为A股市场首只红利主题ETF，
华泰柏瑞上证红利ETF跟踪的标的指数
汇聚了五十只现金股息率高、规模和流
动性皆优的个股，并且根据股息率来分
配成分股权重高低、 每年定期调整，使
指数能够持续保持高股息的优势。

经济信息

1月10日，上交所公布了
最新融资融券标的名单。在
新标的名单中， 华夏基金旗
下 两 只 科 技 类 ETF 华 夏
5GETF和AI智能ETF同时
被纳入其中。 当科技已成为
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主线之

时， 两融标的中科技类ETF
的增加， 显然是这一大趋势
的集中体现。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华
夏5GETF和AI智能ETF被
纳入两融标的后， 将产生双
重利好。对投资者而言，意味

着更灵活的操作： 既可以通
过融资放大上涨收益， 也能
通过融券赚取做空收益。而
对于ETF本身来说， 在两融
资金带动下， 有望进一步提
升规模和流动性， 从而形成
良性循环。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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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处置拥有的娄
底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以资抵债的土地及房屋（物权）。 上述物权
系娄底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2001年因资产不足以偿还债务用于
抵偿债务的土地及房产（其中土地面积 14.82 亩， 国有土地使用证
号：冷国用[1998]�字第 020101号；房屋三栋，总面积 1758.53m2），抵
债金额 600万元。 上述抵债土地及房屋已完全过户至我分公司。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 债权担保及瑕疵情况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
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日期以发布日期为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有效。
处置方式：物权转让。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

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 系 人： 王先生 罗女士
联系电话： 0731-84458563���0731-84303112
邮政编码： 410005
联系地址：湖南省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9923416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 1月 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娄底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物权项目处置公告

基金资讯

当“红”不让 华泰柏瑞上证红利ETF即将分红

两融标的扩容科技添彩 华夏5GETF和AI智能ETF携手入围

股票投资能力位居前10%��融通基金夯实核心竞争力

折桂知识管理界“奥斯卡” 华夏基金荣获全球MIKE大奖工银瑞信2只海外股票基金揽获“离岸中资基金”六项大奖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不断向好，但仍存在诸多困难和短板，代表委员和嘉宾探讨长效机制

农村宜业宜居需齐抓“面子里子工程”
2018年以来， 湖南全面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全省农村人居环境
不断向好发展，一幅山水田园、生态绿色、宜
业宜居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完
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探索农
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 如何实现这一
目标？1月13日，“两会聊天室” 邀请了三位
代表、委员及会外嘉宾一起支招。

今年是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探索
农村人居环境管护的长效机制，该如何
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王再明认为，除了要把集体经济抓
起来外，还要把农民的主体意识灌输进
去，让农民承担起职责，自治也好，组团
也罢，哪怕是成立一个公司，也能对当
地的建设成果进行维护。

王再明在2015年参观过不少美丽
乡村示范村， 但到2016年、2017年再
去看这些地方基本上杂草丛生，“他们
没有维护主体， 像我们现在有一个片
区，以入股的形式，每家每户出一万块

钱来入股成立公司， 这个公司既有效
地推进了乡村治理， 也有效地推进村
民自治， 更有效地盘活了他们的集体
资源。”

纪雄辉也认可这一说法， 他觉得建
立一个政企民联动的机制很有必要，农
村环境治理既是农民的迫切所需， 也可
以变成企业利益所在。

付访华最后补充，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终归还要从农村发展上做文章，既要
做好看得见的“面子工程”，也要做好看
不见的“里子工程”。要坚持把农村环境
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乡
村治理、农民收入增加结合起来。

从目前来看， 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还存在诸多困
难和短板。

“农村环境整治，我们才
搞了两年， 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纪雄辉说，最主要的是
怎样推广一些好的模式，让
下面的人去选择去接受。

春华山村是富裕山村，不
存在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但
一些贫困村就面临这一问题，
即便安装了设备，设备的维持
运行也难以得到保障。

付访华坦言， 目前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最大的短板或
不足大概是四个方面： 一是

应发挥主体作用的人民群众
认识问题； 二是部分村干部
的工作方式不到位； 三是很
多地方还存在重建设轻管
理， 后续管理和服务跟不上
的问题； 四是设备今后维护
费用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
直接和非常现实的问题。

【改变】 农村屋场能媲美城市小区

【难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有诸多短板

【探讨】 既要做好“面子工程”也要做好“里子工程”


